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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情障碍对在监女犯心理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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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TAS一20、TSCS、CSQ量表对284名在监女犯进行问卷测量，从中筛选出152名高述情障碍

者的自我概念和应对方式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结果显示高述情障碍女犯的积极自我概念下降而消极自我

批评上升，应对问题的成熟方式趋于下降，而不成熟和混合型方式趋于上升；高述情障碍与TSCS量表的总

分和PH、PER、SO、ID、SA、B因素有显著负相关。与SC以及CSQ量表的“自责”、“幻想”、“退避”和“合理化”

因子有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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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述情障碍又称“情感难言症”或“情感表达不

能”。由Sifneos于1972年首先描述并命名，其主要

特征是缺乏用言语描述情感的能力和想象力、实用

性思维方式．思维过程具体而僵化、对情绪性刺激

的语词性及非语词性的“认知不能”、自身的情绪性

信息处理障碍等。【l：艚raylor，Bagby等认为述情障碍

是情感认知、加工和调节过程的一种损害，而这种损

害作为一种潜在的危险因素，使个体易患上物质滥

用、惊恐发作、躯体形式障碍、饮食障碍、创伤后应

激障碍等疾病，并降低其临床疗效。[22367述1青障碍者

对外界事物不够关心，社会交往能力有欠缺．在学

习、就业等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困难。有研究表明，

受教育水平低。经济贫困的阶层中，述情障碍倾向

较强。⋯：m朱熊兆等研究表明，神经症患者存在明显

的述情障碍并存在性别的差异，一般来说女性患者

可能更严重。(3、278为了深入探讨在监女犯心理健康

的表现情况．我们采用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一

20)、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TSCS)和应对方式问卷

(CSQ)对在监女犯进行了问卷调查，并选择一些大

学二年级的专科女生作为对照组。从中挑选出非述

情障碍者和述情障碍者进行比较研究，试图探讨高

述情障碍对女犯自我概念和应对方式的影响特点，

旨在为在监女犯的身心发展、健康教育和心理疾病

的防治提供理论依据及参考。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1．在监女犯：来自安徽省女子监狱，由监狱具有

心理咨询员资质的警官任主试进行集体测试，共发

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84份，其中述情障

碍者152人，占有效问卷的53．52％，非述情障碍者

51人。占有效问卷的17．96％。述情障碍者中，财产

型犯罪53人，性犯罪42人，暴力型57人；刑期在5

年以下51人，6～10年46人。1l一19年29人，20年

以上或无期、死缓24人；年龄在19—56岁，平均年

龄34．03±8．85；来自城市67人，农村55人，乡镇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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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未婚42人，已婚76人。离婚29人：无子女者46

人，1个子女者59人，2个以上多子女者38人；小

学文化程度52人。初中72人．高中以上23人；家

庭月人均收入在500元以下的低收入者52人，

500～1000元中收入者39人。1000元以上较高收入

者26人。

2．在读女大学生：安徽省宿州学院在读大专二

年级女生191人．其中述情障碍者58入。占女生被

试的30．37％，年龄18-23岁，平均20．60+1．02，未

婚。

(二)研究工具

1．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一20)

此量表共20个项目，按1～5分计分，Bag．

byl994年修订，包括量表总分(TAS总分)和3个因

子，3个因子是：情感认同障碍、情感描述障碍和外

向思维。述情障碍得分越高，其情感表达能力越低；

反之，则高。本研究取其量表总分(TAS总分)为筛

选被试的指标。

2．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偈CS)

此量表共70个项目．按1—5分计分，美国心理

学家H·Fitts编制，台湾林邦杰修订，包括自我概念

的两个维度和综合状况共10个因子。即结构维度：

自我认同(ID)、自我满意(SA)、自我行动(B)；内容

维度：生理自我(PH)、道德自我(ME)、心理自我

(PER)、家庭自我(FA)、社会自我(SO)；综合状况：

自我总分(TSCS总分)与自我批评(SC)。前9个因

子得分越高自我概念越积极，而自我批评得分越

高。自我概念越消极。

3．应对方式问卷(CSQ)

该问卷由肖计划等编制，共有62个条目，按

0一1分计分，包括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

和合理化6个分量表。其中“解决问题一求助”是成

熟型应对方式，“退避——自责”是不成熟型应对方

式，“合理化”是混合型应对方式。

(三)统计工具：SPSSl2．0软件包

三、结果与讨论

(一)高述情障碍女犯的自我概念和应对方式

的一般特点

国外研究认为，TAS总分大于或等于6l即为述

情障碍者，低于或等于51为无述情障碍者，[4j3a3以

此为标准，我们筛选出152名高述情障碍女犯(TAS

总分的平均分为69．58+5．99)．并选择51名无述情

障碍女犯(TAS总分的平均分为44．86+5．80)和58

名高述情障碍女生(TAS总分的平均分为66．57±

4．89)为对照组，将她们在偈CS量表和CSQ量表上

的得分进行比较，详见表l。
裹1三组被试在TSCS和CSO得分上的比较

士犯无障碍组 女犯障碍组 女生障碍组 ll＆P t2&P

’ISCS总分238．57±27．26 213．42±24．87 228，52±19．45 6．10．¨ -4．16”’

PI-I 46．39±6．86 加．63"*6．77 44．62±5．51 5．24¨· -4．01。··

ME 50．96±6．96 48．43±6．35 51．98±5．1 2．40· 一3．81+·+

PER 45．45±5．J8 39．27±6．88 40．67±5．加 5．82”· 一1．40

I"A 50．18±7 22 45．45±7．88 5I．19±5．61 3．78··· 一5,1培¨·

SO 45．59±7．40 39．64±8．02 40．05±5．7I 4．67’·· -0．36

11)83．6I±9．82 75．284-l I．45 82．66±7．30 4．65··· -4．56++·

SA 76．5l±10．74 68．80±lO．49 74．55±8．92 4．5I+¨ 一3．69”’

B 78．45±10．14 69．34+8．40 71．3I±5．53 6．360·} 一I．66

SC 29．7l±6．80 35．26±6．5l 35．67±4．82 —5．2I”’-0．44

注1：tl&P表示女犯无障碍组与女犯障碍组的比

较：t2&P表示女犯障碍组与女生障碍组的比

较。

注2-宰表示P<O．05．宰幸表示P<O．Ol，乖宰宰表示P<

0．00l，下同。

表1数据显示．女犯无述情障碍组与述情障碍

组在TSCS和CSQ得分上的差异十分显著，表现为

伴随着TAS总分的升高，女犯的积极自我概念得分

明显下降而消极自我批评得分显著提高，应对问题

的成熟方式得分趋于下降．而不成熟和混合型方式

得分趋于上升；女犯述情障碍组与女生述情障碍组

在TsCS的PER(心理自我)、SO(社会自我)、B(自我

行动)和SC(自我批评)分量表以及CSQ的“求助”

和“幻想”因子上无显著差异。提示女犯与女生述情

障碍者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可能比较一致，有共同特

点；女犯述情障碍者在TSCS总分和PH(生理自

我)、ME(道德自我)、FA(家庭自我)、ID(自我认

同)、SA(自我满意)分量表的得分明显低于女生述

情障碍者，而在CSQ的“解决问题”、“合理化”、“退

避”和“自责”因子上显著高于女生述情障碍者，表

明女犯述情障碍者的自我概念比较消极、自卑，存

在生理、道德、家庭和自我困惑，刘兆玺等认为，女

犯存在的心理及家庭问题、生理问题较正常人多，

本研究支持这一观点。㈣啪女犯述情障碍者的应对

方式则比较复杂，成熟的、不成熟的和混合的应对

方式皆十分突出，但成熟应对方式中的“求助”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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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低于“解决问题”的得分。二者存在不协调之

处；女生述情障碍者虽然自我概念较高，但应对方

式一般，各种应对方式得分都较低。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无述情障碍女犯对各种应

对方式的使用程度依次为解决问题一求助一幻想一退

避一合理化一自责，而高述情障碍女犯则为解决问

题一幺J想一自责一退避一合理化一求助，高述情障碍女

生的是幻想一退避一解决『日J题一自责一合理化一求助。

无述情障碍女犯的应对方式比较成熟，有助于问题

的解决，进而有可能降低情感焦虑，减少心理问题

的发生；而高述情障碍的女犯和女生则在“求助”的

得分上都很低(女犯高述情障碍者中“求助”得分低

于0．30的人数有69人，占全部人数的45．39％)．不

善于求助，可能会影响解决问题的效率，从而导致

情感焦虑，影响身心健康。国外关于情绪与应对方

式的研究指出，积极心境得分高者往往采用认知中

心的应对策略，表现出良好的健康状况和社交活

动；而积极心境得分低者往往采用情绪中心的应对

策略，表现出焦虑和烦躁不安的症状。[6’666本研究支

持这一观点。

(二)不同犯罪类型对女犯述情障碍者的自我

概念、应对方式的影响

1．女犯述情障碍高分与TSCS和CSQ各因素的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显示．女犯述情障碍高分与，11SCS量

表的总分和PH(生理自我)、PER(心理自我)、SO

(社会自我)、ID(自我认同)、SA(自我满意)、B(自我

行动)分量表有显著负相关(-0．32<r<-0．20，p<O．01

或0．001)，与SC(自我批评)有显著正相关(r=O．28，

p<O．001)；与CSQ量表的“自责”、“幻想”、“退避”和

“合理化”因子有显著正相关(0．19<r<0．3l，p<O．05或

0．001)，表明女犯述情障碍者的积极自我形象偏低。

消极自我意识较强，应对方式倾向于退避一自责的

不成熟应对方式和混合型应对方式。国内相关研究

表明，低自我概念和消极的应对方式很容易产生心

理健康问题。【6触【7m

2．不同犯罪类型女犯述情障碍高分的回归分析

为进～步探讨高述情障碍与不同类型犯罪女犯

的自我概念和应对方式的各项因素之间的关系．本

研究以自我概念和应对方式的各项因素作为预测

变量，以述情障碍总分高分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回

归，结果见表2。

表2不同犯罪类型女犯述情障碍高分的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显示，依次进入女犯财产型犯罪述情

障碍高分组的回归方程的变量是SC(自我批评)、

“自贵”因子、FA(家庭自我)、SA(自我满意)，这四个

因素可解释女犯财产型述情障碍高分的53．4％的变

异，其中SC、自责可解释的变异较大(17．7％和

17．2％)，其次为SA(11．4％)、FA(7％)，SC、自责、FA、

SA的B系数分别为0．483、0．477、0．282、--O．461，皆

达十分显著及其以上水平(p<0．Ol或0．001)。说明

女犯财产型述情障碍与自怨自艾、家庭问题有正向

关系，而与自我满意度存在负向关系。王锐的研究

指出，女性侵财型犯罪者具有高兴奋性、高忧虑性、

高紧张性的人格特征，容易躁动不安和自卑，这与

本研究的结果有一致性。[8】剪

依次进入性犯罪述情障碍高分组回归方程的

变量是“退避”因子和PH(生理自我)。二者可解释

女犯性犯罪述情障碍高分的33．9％的变异。其中退

避因子可解释变异的20．0％。PH解释变异的

13．9％，13系数分别为0．405和一0．375，皆达显著水平

(p<O．01或0．05)，说明性犯罪述情障碍高分与退避

的消极应对方式有正向相关。而与生理自我评价存

在负向关系。唐筱蓉等的研究发现，女性性罪错人

员的抑郁性、自卑性性格特征较重，【9M抑郁、自卑

易导致行为退缩、对自身评价的降低，这与本研究

结果基本一致。

进入暴力型犯罪述情障碍高分组回归方程的

变量有rI'sCS总分和“合理化”因子。可解释女犯暴

力述情障碍高分的25．2％的变异，其中TSCS总分

可解释变异的14．7％，合理化因子解释变异的

10．5％，B系数分别为一0．384和0．327，皆达显著水

平(p<O．01或0．05)，说明暴力犯罪述情障碍高分与

其自我概念存在负向关系．而与应对方式的合理化

因子有正向相关。宋胜尊指出，解决女性暴力行为

发生的根本途径是女性改变自我，提高女性自我的

社会适应能力，【l蚍12本研究支持这～观点。

不同犯罪类型的女犯高述情障碍者都存在自

我认识和应对方式方面的偏差，提示对高述情障碍

女犯的教育应从端正其自我认识、训练其正确的应

对问题方式人手，引导她们客观看待自身的院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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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点。理性应对问题。有研究认为，高述情障碍者因

为不能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常将一些精神痛苦

表达为躯体不适，对传统的心理治疗可能会产生阻

抗，可能不适用于分析性精神治疗，而行为治疗或

暗示疗法等可能有效。⋯jI鲫程肇基等认为，咨询中

的述情障碍的心理表现有观念障碍、个性障碍，情

感障碍和意志障碍．宜采用不同的咨询策略．如理

解信任、心理中介、暗示、情绪宣泄、适度鼓励与自

我调节等。D2]蜘总之．对女犯的心理咨询和教育引导

中应考虑不同犯罪类型女犯的心理特点采用不同

的方法。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四、结论

1．与无述情障碍女犯相比，高述情障碍女犯的

积极自我概念得分下降而消极自我批评得分上升。

应对问题的成熟方式得分趋于下降，而不成熟和混

合型方式得分趋于上升。

2．与高述情障碍的女大学生相比。高述情障碍

女犯在鸭CS量表总分以及PH(生理自我)、ME(道

德自我)、FA(家庭自我)、ID(自我认同)、SA(自我满

意)上的得分明显偏低，而在CSQ的“解决问题”、

“合理化”、“退避”和“自责”因子上显著高于女生述

情障碍者。

3．女犯述情障碍高分与TSCS量表的总分和PH

(生理自我)、PER(心理自我)、SO(社会自我)、ID

(自我认同)、SA(自我满意)．B(自我行动)分量表有

显著负相关，与SC(自我批评)有显著正相关。与

CSQ量表的“自责”、“幻想”、“退避”和“合理化”因

子有显著正相关。

4．sc(自我批评)、“自责”因子、FA(家庭自我)、

SA(自我满意)对财产型女性犯罪、“退避”因子和

PH(生理自我)对性菲错女性犯罪、TSCS总分和“合

理化”因子对暴力型女性j巳罪高述情障碍有一些预

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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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Alexithymia on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Female Criminals

Ding Xuehon91．Liu Huaminz．Mu Haiyan2。Yin Lin2

(1．Social Science Depanment。Suzhou College，Suzhou234000，China；

2．Female Prison in Anhui Province．Suzhou234000，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three scales一一—TAS一20。TSCS and CSQ are employed to$111wey 284 female

criminals among whom 152 people suffering high alexithymia are selected to be given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ir self-conception and way to deal with problem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ir positive self-coneep—

tion has dropped；meanwhile their negative self-criticism has risen．Besides。they tend to cope with prob-

lem8 in a less mature．immature or hybrid way．In addition．a notable negative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

tween high alexithymia and the total score and such elements as PH，PER，SO，lD，SA and B in偈CS，

however．a notable positive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high alexithymia and SC as well as some ele-

ments in TSCS such as”remorse”。”fantasy”。”retreat”and”rationalization”ete．

Key words：female criminals；high alexithymia；self-conception；coping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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